
香港文匯報訊許靖韻（Angela）及李靖
筠（Gladys）的全新音樂節目《AngeLadys
今晚唱飲歌》，上次直播反應熱烈，今集
兩位師妹請來師兄吳浩康（Deep）擔任嘉
賓。
Angela 和 Gladys 分別唱出Deep的《自
卑》及《孩子王》以歡迎嘉賓，今集的主
題是「90年代經典金曲」，靈感來自Deep
早前推出的影片《失憶廣東歌備忘錄》，
Deep指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聽歌時代，上
世紀90年代的歌正正豐富了自己的歲月。
而Angela則表示現時很多年輕人都會聽90
年代的歌，證明好歌是歷久不衰的。
當Deep唱完黎明的《我這樣愛你》後，

Gladys說：「好浪漫啊！咁樣聽好似佢係
床邊唱畀我聽咁。」Angle問為何是床邊，
Deep馬上自嘲：「可能佢覺得似搖籃曲，
好似催眠咁。」。其後Angela唱出王菲的
《郵差》，要演繹經典金曲，她也直認很
大壓力：「要翻唱自己一直以來都好尊敬
歌手嘅歌，好大壓力，因為佢哋本身唱得
太好啦！」Deep就指在90年代張國榮、陳
百強、四大天王、李克勤等都是對他影響
很深的歌手，又講到在翻唱他們的金曲時
會不小心模仿了原唱的唱腔，所以要小心
調整聲線。其後Deep與Angela合唱《離開
以後》及《教我如何不愛他》，又與Gladys
合唱《日與夜》，最後三人合唱《怪你過

份美麗》作
結。
模仿歌手唱歌更

是Deep的強項，模仿
林子祥和四大天王都入型
入格。Deep更模仿肥媽，表
示要訣是多震音：「要不斷震
音，肥媽就算唱正面的歌都要好燥
咁。」令兩位師妹不斷大笑。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近日
發佈的文章顯示，據不完全統計，3月
份，全國20多省市有近8,000場次
演出（包含劇場和大型演出）
被取消或延期。市場按下
「暫停鍵」，3月份直
接票房損失超過10
億元（人民幣，
下同）。

該協會指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
係，1月、2月演出相繼取消，3月成為取消
和延期的第二波高峰。2月中下旬起，上海
東方藝術中心、上海交響樂團、國家大劇
院、北京天橋藝術中心等陸續發佈取消3月
演出及相關活動的公告。其中，這也是繼1
月24日和1月29日後，國家大劇院第三次
發佈取消公告。
備受市場關注的大型演唱會項目也頻出變

動通告。從2月到5月，劉德華《My love》
世界巡迴演唱會取消15場，延期9場；日本
組合ARASHI嵐也宣佈原定於4月舉行的北
京鳥巢演唱會取消。蔡依林2月在深圳和上
海，3月在寧波、南京、成都、武漢以及4

月在天津的演唱會均延期；吳青峰「太空備
忘記」2月在天津和無錫的演唱會延期，3月
的鄭州演唱會取消，同樣3月在蘇州、大連
以及4月在南京的演唱會延期。
此外，張杰工作室在微博上發佈聲明，表

示：「原定於在2020年4月11日在合肥體育
中心體育場舉辦的張杰『未．LIVE』巡迴演
唱會補場──合肥站將延期舉辦，具體變更
時間將根據疫情實際情況及相關部門的意
見，在官方渠道另行公佈。」
據多名業內人士預計，參考SARS當年的
節奏，疫情起碼將波及整個2020年的上半
年，中國演出行業想要完全恢復最快也要
到8、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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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區瑞強首次和香港天文台合作推出環保歌曲《氣
候人生》，日前他為香港開電視拍攝《開工大吉77》節目時，坦
言現時唱歌要以目標為本，他說：「地球已經病病哋，所謂病向
淺中醫，希望透過呢首歌可以令大家更加關注環保問題！」
區瑞強一手包辦新歌作曲、作詞和主唱，早前還跟攝製隊跑遍
全港多區拍攝MV，感覺甚有意義。至於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
下，區瑞強本身的工作亦大受影響，他說：「好似我主持的電台
節目，已改在自己的工作室錄音，有個郵輪騷同5月演唱會都取
消咗，不過我只係冰山一角！」
稍後於5月尾，區瑞強有份演出李龍基、葉振棠和陳浩德舉行的演
唱會，他笑道：「呢個騷暫時仲未話取消，如果開得成應該係疫情後
第一個騷，希望到時大家可以除低個口罩，開開心心入場欣賞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
國女團BLACKPINK近日被傳將
以合作的形式參與美國樂壇天后
Lady Gaga 於下月發行的新專
輯。
據外媒報道，BLACKPINK將

參與Lady Gaga於4月發行的新專
輯，Lady Gaga的新專輯製作人也
關注了BLACKPINK所有成員以

及官方社交賬號。對此，BLACK-
PINK所屬的 YG娛樂公司回應
稱，「正在進行很多工作，如果
確定的話將會正式告知大家。」
據報道，除了 BLACKPINK

外，美國歌手Ariana Grande也將
以合作的形式參與Lady Gaga新專
輯，消息是由Lady Gaga方面相關
人士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姜
皓 文 （ 黑 仔 ） 、 袁 偉 豪
（Ben）、泳兒、鄭俊弘、馮盈
盈、胡鴻鈞等人昨日出席籌款節
目《博愛歡樂傳萬家》記者會，
身穿白色低胸裙的泳兒罕有地騷
性感，她笑言物以罕為貴，不會
刻意賣弄。而黑仔與Ben就會為
節目獻歌聲，分別唱《身體健
康》和黎明的歌曲。
首次參與TVB大型籌款節目表

演的黑仔坦言心情興奮，透露當
晚會與一位70多歲的婆婆同台表
演，他負責唱張衛健的《身體健康》，而婆婆就
會跳芭蕾舞。黑仔笑言婆婆已叮囑他到時唱歌要
大聲一點，所以他都要勤於練歌，擔心到正式演
出時會忘記歌詞。Ben就稱節目上會與蕭正楠、
譚俊彥和陳展鵬演繹四大天王的經典金曲，他會
揀唱黎明的歌曲，會揀選自己可以應付到、難
度不太高的歌來唱。

黑仔早前與十多位街坊一起跳「爆汗
操」成為熱話，他表示雖然戴上口罩
做運動是比較辛苦，但效果比想
像中更好，希望將爆汗操帶到
馬來西亞。鑑於疫情持
續，黑仔時刻提醒自己
不要病，因為怕累
及身邊人，所以

要萬事小心，做足防疫措施。工作方面，黑仔透
露不少電影工作都要被迫推遲，現在最快是下月
接拍TVB的新合拍劇，到時再與Ben合作。早前
與女友同遊日本的Ben，表示今年年假已放完，
要收拾心情重投工作，他坦言自拍完《使徒行者
3》後工作量減少了90%，過去十個月更是一個商
演機會都沒有，幸好公司仍有自己的創作，讓他
有演出的機會。

泳兒抗疫期間勤增值
泳兒透露正式演出時的舞衣也頗性感，因為要

配合歌曲跳舞，男舞蹈員更會跳鋼管舞，她笑
道：「平時我是穿得較多的，因為不想生病會包
住自己，我是圈中數一數二怕凍的人。」提到抗
疫期間工作機會大減，泳兒就借機會自我增值學
剪片和攝影，更有意上堂學習香薰治療。
馮盈盈情人節前夕被拍到與前男友撐枱腳，惹

來復合之說。她解釋當晚其實是相約一起處理合
資購入的單位，她爸爸也有到場，只是被偷拍時
爸爸還沒到，她說：「我們不是復合，因為有公
事要傾，爸爸又熟悉我們，作為長輩可以給意
見，希望大家諒解和給多些空間我們，我都想
盡快進入新階段有新開始。」至於是否有
新追求者出現，盈盈說：「仍未有，但
我相信自己的市場很廣闊，現在因疫
情大家都會少出街，我都想盡快
回復日常生活。」

區瑞強跟天文台合作推出環保歌
內地3月取消演出近8000場

許靖韻翻唱經典金曲壓力大

姜皓文電影工作被迫推遲

袁偉豪過去十個月零商演

昨午3時30分，城城與太太方
媛及兩位女兒分乘兩座駕先

後抵達殯儀館，一家四口均穿上
白色孝服及戴上口罩到一樓靈
堂。城城一身白色素服，外穿黑
外衣並戴上黑超及口罩，神情木
訥，雙手捧着母親之靈位牌，由
手持長香的人員引領乘升降機到
靈堂前。城城太太方媛亦一身白
色素服架上黑超及戴了口罩，一
手拿着盒裝西餅，她於等候升降
機時仍大方讓傳媒拍照，當將滿
兩歲半的「大寶」郭詠希以及下
月滿一歲的「二寶」郭泳萱各由
傭人抱緊跟隨到來，傭人全程用
手為小主人掩臉，但因場面有點
混亂，方媛原想等女兒們一併進
入升降機，唯「大寶」由傭人抱
入後，升降機門已經關上，傭人
手抱着的「二寶」被隔在升降機
門外，方媛最後都親身下來接回
「二寶」，此時記者提出問題，
她都沒作回應。

譚耀文跟郭母有數面之緣
而地下大堂升降機旁，放置了

一個雅致的水牌，以白色鮮花圍
繞，作為指示郭母的靈堂設於一
樓，殯儀館窗口亦拉上白布遮擋
免被拍到靈堂內的情況。至於城
城經理人小美約在 4時 15分抵
達，她停下讓記者拍照後便匆匆
上去靈堂。約5時30分，曾跟城
城合作過電影《風再起時》的譚
耀文一身黑衣黑口罩到來致祭，
他表示跟郭母有數面之緣，也多
謝大家有心。及至7時45分城城
御用舞蹈老師兼好友Sunny Wong
偕太太到來致祭。
另致送花牌的圈中友好包括：

古巨基夫婦、蘇志威與太太劉小
慧、黃柏高、蔡一傑、林珊珊與
弟弟林曉峰、鄭伊健與太太蒙嘉
慧、許志安與鄭秀文夫婦、梁詠
琪以及楊采妮等。
城城經理人小美昨晚8時10分
從靈堂到大堂門外會見傳媒，其間
她也顯得頗為難過，眼紅紅地透
露：「城城現在狀態可以，但只是
累一點，因為他一直在打點母親的
喪禮，靈堂內亦有不少親友在拜
祭。」小美指喪禮是以佛教儀式舉

行，也有頌經，今天將會入土為
安。她表示城城專心打點母親的喪
禮，所以不會下來做訪問，因他想
安安靜靜為母親辦好喪禮，送她老
人家最後一程。至於靈堂佈置，小
美表示以白色為主，因郭母喜歡簡
約和優雅，城城也覺得今次算是笑
喪，仔女們都好孝順，老人家又有
孫抱，所以喪禮也像抱着一份懷念
的心，對郭母的一份敬意，是圓滿
的。

接受事實演出專業
郭母安排土葬，是否與亡夫共

葬一起？小美指沒去細問，但所
了解應該不是的。有指郭母離開
時，城城在美國開巡迴演唱會
中，第二場開騷的早上，收到母
親離世的消息，不足24小時便要
演出，未能趕及回港見最後一
面，小美指當時也有問城城是否
需要取消，但城城沉寂過後也接
受了媽媽離開的事實，並專業地
完成了場演出。由於當時是新
年，臨時也取消了一些恭喜發財
的環節，觀眾可能不清楚發生何

事，但對於城城當刻審慎而凝重
的演出也很尊重。隨之團隊漏夜收
拾行裝飛回香港，小美說：「城城
做到這樣實在好不容易，所以全個
團隊也很尊重他，因為城城講過原
來媽咪都想他好專業，會以他為
榮，現他也做到了。」問城城收到
母親離世的消息有否流下男兒淚？
小美說：「他在我面前沒有，只是
雙眼通紅。」城城不在港有否擔心
太太應付不來？她表示不會，因城
城的姐姐和姐夫也在港。至於工作
有否受到影響？小美指都是疫情關
係，巡迴現在暫停了，電影則未曾
開工，她跟城城真的希望疫情能盡
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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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阿祖）郭富城丁母憂，其母親卓信

上月7日於寓所壽終，享壽九十

歲，並於昨日在香港殯儀館基恩堂

設靈，今早9時大殮、10時辭靈隨

即出殯，奉柩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安葬。城城與太太方媛及兩位女兒

到場送別，其間雙手捧着母親靈位

牌的城城神情木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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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文抵達殯儀館。

■■ 城城經理人小美到場致
哀。

■傭人手抱「二寶」被
隔在升降機門外。

■■區瑞強區瑞強

■■ Lady GagaLady Gaga下月發下月發
行新專輯行新專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BLACKPINKBLACKPINK 近年積極近年積極
拓展海外市場拓展海外市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泳兒透露正式演泳兒透露正式演
出時的舞衣也頗出時的舞衣也頗

性感性感。。

■■袁偉豪袁偉豪((右右))和姜皓文和姜皓文((左左))
會為籌款節目獻歌聲會為籌款節目獻歌聲。。

■■李靖筠李靖筠

■■吳浩康吳浩康

■■許靖韻許靖韻

■■ 城城母親城城母親
上月離世上月離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方媛與大女先入升降機。

■■ 雙手捧着母親雙手捧着母親
靈位牌的城城靈位牌的城城，，
神情木訥神情木訥。。


